
突出工作的重点

强化打击，有效解决禁毒难题

发挥公安机关禁毒主力军作用。专项
行动以来，定安县公安局通过对毒品犯罪网
络的综合研判，对以往经营的有价值线索进
行重新梳理，确定打击方向。针对长期在定
安从事贩毒活动的经销网络，抽调刑侦、治
安、禁毒、法制、特警、网警、情报、派出所等
警种成立了 2 个专案组，协同作战，专案打
击，连续破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2 宗，特大贩
毒案件 1 宗，重大贩毒案件 7 宗，缴获毒品
2.4 公斤，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28 人。

发挥派出所打“零包”主阵地作用。以
派出所为主战单位，集中警力、集中时间严

厉打击“零包”贩毒活动，消除末端毒品经销
网络，共破获“零包”贩毒案件 156 宗，抓获犯
罪嫌疑人 186 人。

打击、整治同步推进。定安县严格执
行涉毒场所“一次性死亡”和“五个一律”规
定，完善公安、文体、工商等部门联合工作
机制，严厉打击娱乐场所涉毒问题。共清
查歌舞娱乐场所 9 家、酒店 20 家、宾馆 68
家、网吧 26 家，查获吸毒人员 23 人，停业整
顿娱乐场所一家。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
镇实行包干责任制，定期对正在营业的 9 家
娱乐场所开展常态化巡查。通过打击整治
和常态化巡查，全县娱乐场所经营管理进
一步规范，目前未发现娱乐场所涉毒问题
反弹现象。

加强有效监管

堵源截流，筑牢流通领域
安全屏障

定安县严密控制各辖区毒品来源的主
要通道，加强监管，堵源截流，特别是东线高
速公路两侧的辖区车站，今年以来，全县共
排查可疑车辆 1700 辆次、人员 2000 人次、物
品 2100 件次，查获毒驾人员 2 名，缴获毒品 K
粉 58 克；共检查寄递物流企业 204 家次，全
县寄递企业全部落实 3 个 100%制度，均未发
现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深入发动

广泛宣传，强化全民禁毒意识

只有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了毒品的危
害及对社会治安的影响，才能形成良好的禁
毒氛围及齐抓共管、广泛参与的良好局面。
定安县禁毒委高度重视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工作，精心统筹协调，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
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参与禁毒斗争，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开展主题宣传。充分利用县级媒体和
微信等宣传禁毒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意识。

在电视台开设专栏，每日黄金时间滚动播出

公益广告宣传片、禁毒新闻；开通《定安警

讯》《警民直通车》等栏目，播放“聚焦禁毒大

会战”系列报道。

开展专项活动。以“社会文明大行动”

“6·26”国际禁毒日和“6·27”工程等为抓手，

通过禁毒教育进课堂、巡回法庭进社区和发

放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联合开展禁毒宣

传，参加活动的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达 60

万人次。突出校园禁毒教育，在中小学校组

织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活动、全

县禁毒教育师资培训班、定安县青少年禁毒

知识竞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

签名誓师等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师生参与禁
毒活动，不断增强青少年的禁毒意识。结合
省扶贫夜校，全县各村委会（社区）在每周一

落实奖励及监督

全面支持，不断提高禁毒工作积极性

定安县认真落实《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
对举报并破获的毒品案件和查处的治安案件的 223 名群众给
予奖励共计 43.55 万元（最低奖励群众 500 元）；对侦办案件的
282 名有功人员给予的奖励共计 25.7 万元（最高奖励有功人
员 500 元，最低奖励有功人员 100 元）。

同时建立健全禁毒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确保责任
到人、层层抓落实。不断加大督导力度，对工作进展缓慢、任
务落后、信息报送不及时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2018 年以
来，对连续三次完成刑拘、强制隔离戒毒任务数量倒数后三
名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91 人次。

2019 年是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年。目前，定安县正深
入推进“夏秋攻势”禁毒专项行动，2019 年 5 月 1 日至今，全县
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5 宗（其中重大案件 1 宗），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 31 人，完成省禁毒委下达给该县抓获犯罪嫌疑人任
务（84 人）的 36.9%，查处吸毒人员 33 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
26 人，缴获各类毒品 18.67 克、毒资人民币 12814.1 元、贩吸毒
工具一批。

定安县正以“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为抓
手，围绕建国 70 周年安保维稳这一工作主线，始终保持严打
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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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陈军带队在戒毒所开展调研县委书记陈军带队在戒毒所开展调研

定安县公安局联合乐东县公安局成功定安县公安局联合乐东县公安局成功

侦破侦破““20182018--5252””省级毒品目标案件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省委常委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率调研组到定安调研政法工作政法委书记刘星泰率调研组到定安调研政法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长、、政法委书记李开文带队在乡镇开展调研政法委书记李开文带队在乡镇开展调研

定安县公安局召开禁毒三年大会战定安县公安局召开禁毒三年大会战

20192019““夏秋攻势夏秋攻势””行动推进会行动推进会 民警在娱乐场所开展禁毒清查行动民警在娱乐场所开展禁毒清查行动

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 助力平安定安建设
自2018年以来，定安县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05宗，其中部督毒品目标案件3宗，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359人，

摧毁贩（运）毒团伙9个，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金世奇

目前，全省正以深入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攻坚战为抓手，紧
紧围绕将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占
比控制在 4‰以内的总目标，扎
实开展“两打两控”专项行动和

“春雷行动”，强化堵源截流“三
道防线、两个加强”建设，全力打
好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战。
全省公安禁毒部门保持对毒品
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加强专案侦
查，提升打击效能，全环节、全链
条打击摧毁贩毒网络。并紧盯
突出问题，强化重点整治工作措
施，深入推进禁毒综合治理，持
续巩固扩大整治战果。

定安县距离省会海口仅 37
公里，是东部沿线城市的首站，
有南大门之称。自开展禁毒三
年大会战以来，在县委、县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定安县禁毒委认
真贯彻落实全省、全县禁毒三年
大会战会议精神，把禁毒三年大
会战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扎实推
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阶段性
成效。据了解，从 2018 年截至今
年 7 月 25 日，全县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 305 宗，其中部督毒品目
标案件 3 宗、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2 宗、特大案件 5 宗、重大案件 11
宗 ，抓 获 涉 毒 犯 罪 嫌 疑 人 359
人，摧毁贩（运）毒团伙 9 个；查
处吸毒人员 989 人（其中强制隔
离 戒 毒 707 人 ，行 政 拘 留 282
人），收治病残吸毒人员 313 人
（其 中 本 县 267 人 ，外 市 县 46
人）；缴获各类毒品 3.2 公斤，缴
获 毒 资 190038 元 、仿 制 枪 支 1
支、贩吸毒工具一批。

2019 年 4 月 28 日，省禁毒委
对定安县禁毒工作给予了高度
认可。

压实肩负的责任

持续加力，强力推进禁毒行动

责任是使命的召唤、是能力的体现、是
制度得于强有力执行的保证。定安县委主
要领导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多次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禁毒工作。陈军
书记、李开文县长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多次

深入基层调研，听取禁毒工作汇报，及时

解决禁毒工作难题。为确保如期完成省禁

毒委下达的禁毒工作目标任务，定安禁毒

委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并印发《2019 年全县

禁 毒 工 作 要 点》《全 县“ 禁 毒 2019 两 打 两

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各项指标任务

分解到各镇党委、政府及公安局各警种，

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扎实开展

工作。

摸清毒情社情

集中开展大收戒、大收治行动

对毒情社情进行全面排查摸底，为禁毒

三年大会战决胜之年提供基础决策依据和精

准“靶向”。定安县集中力量，以镇、派出所和

村（居）委会为单位开展毒情社情大排查专项

工作，形成毒情综合评估报告，经核查，全县

户籍人口总数 346688 人，全县登记在册吸毒

人数 3936 人，现有吸毒人员 1632 人，占全县

人口的 4.7‰。全县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3936

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 434 人、看守所羁押 26

人、服刑39人、社区戒毒196人、社区康复328

人、社会面 609 人、戒断三年以上 2220 人、死
亡84人。

落实“应收尽收，全员收戒”。2018 年以
来，全县共查获吸毒人员 296 名，其中强制隔
离戒毒 259 名，行政拘留 37 名；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 38 人。

依法处置社会面隐性吸毒人员。定安
县禁毒委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印发涉
毒人员毛发样本检测规范的通知》文件精
神，对社会面吸毒人员定时不定时抽查其毛
发进行检测，共抽查社会面吸毒人员 163 名，
其中，25 名呈阳性、138 名呈阴性，呈阳性的
25 名吸毒人员已被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15 日后强制隔离戒毒 2 年。

实施管理帮教

扎实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定安县加强对戒毒出所人员与社区的“无缝对接”。全
县 10 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成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并
按 30：1 配备了 71 人，配备兼职人员 79 名。对预期戒毒期满
和涉毒刑满释放人员，户籍地派出所对预期出所人员接送回
户籍地并进行签到拍照，列入重点人口管理系统，再次提取
其指纹和 DNA 提取录入率达到 100%，落实后续管控措施。
新增对接戒毒出所人员 391 名，已逐一建立社区康复档案。
由禁毒专干分别结对，签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书》，及
时跟踪管理戒毒康复效果。

强化吸毒人员网格化管理。按照划分网格，全县共有行
政村 108 个、社区 18 个，划分网格 123 个，配备兼职人员 136
人，吸毒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行政村 108 个、社区 18 个，吸
毒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覆盖率 100%，完成 1174 名吸毒人员
信息录入，采取帮教谈话、帮扶救助和信息宣传等手段有机
结合，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综合管理服务。投入专项经费 28
万元，积极推进参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戒毒人员配备“椰
风送暖”APP 手机，构建起了连接 10 个镇的平台框架，截至目
前，全县已对辖区内的 328 名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进行信
息采集，办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使用终端 113 部。

晚 7：30—8：00 集中播放禁毒宣传片，切实提高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能力。

利用户外 LED 宣传屏进行宣传，制作 10 幅禁毒警示平
面广告，在主要时段播放，每天播放不少于 80 次。

自编自演禁毒小琼剧义务宣传禁毒。禁毒小琼剧《回头
路宽》《回归》《回头是岸》已经走遍龙河镇、翰林镇、雷鸣镇
等乡镇的所有村委会，受到大家追捧。

县委常委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李忠山在案发现场指导禁毒破案工作公安局长李忠山在案发现场指导禁毒破案工作

禁毒大队大队长王咸丰向群众发放禁毒禁毒大队大队长王咸丰向群众发放禁毒

宣传材料宣传材料


